
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

筲箕灣 /

元朗
8月1日 醫護支援人員（臨床病人服務）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791 2240 >>

銅鑼灣 7月27日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>>

銅鑼灣 8月10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806 0062 >>

灣仔 7月24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華夏國際中醫學會有限公司 3114 0199 >>

灣仔 7月27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循道衞理中心 2520 2250 >>

灣仔 8月8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596 2589 >>

中環 7月20日 醫護支援人員（臨床病人服務）基礎證書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2530 8048 >>

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

尖沙咀 8月17日 醫護支援人員（臨床病人服務）基礎證書 香港老年學會 2775 5756 >>

紅磡 7月20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>>

紅磡 7月24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91 >>

紅磡 7月27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>>

紅磡 7月27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57 >>

紅磡 8月17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聖公會聖匠堂社區中心 3960 4391 >>

土瓜灣 8月22日 包餅製作員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330 0345 >>

油麻地 7月23日 茶餐廳廚吧助理基礎證書
星廚管理學校有限公司營辦的

星廚管理學校
2388 3000 >>

油麻地 7月31日 電氣佈線工（中級工藝測試）基礎證書
機電工程協會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2332 7379 >>

油麻地 8月6日 廚務助理基礎證書
星廚管理學校有限公司營辦的

星廚管理學校
2388 3000 >>

油麻地 8月7日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
機電工程協會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2332 7279 >>

油麻地 8月16日
建築物防盜系統技工（中級工藝測試）

基礎證書

機電工程協會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2332 7279 >>

油麻地 8月22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>>

 2018年7月至8月開課

就業掛鈎課程（全日制）

島港

九 龍
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082&tc_id=24096750235028308
https://www.methodist-centre.com/cies/tc/course_detail/798
https://www.methodist-centre.com/cies/tc/course_detail/621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800&tc_id=24096750235028350
https://www.methodist-centre.com/cies/tc/course_detail/625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167&tc_id=24096750235028302
http://www.stjohn.org.hk/zh/training-courses/course/care-related-support-worker
http://www.hkag.org/Courses/erb_crsw.html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5227&tc_id=2409675023502803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5312&tc_id=2409675023502803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5258&tc_id=2409675023502803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5240&tc_id=2409675023502803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5318&tc_id=24096750235028030
http://www.adplctc.org/show_course.php?id=4&mode=0&center=0&type=60
http://www.starchef.edu.hk/course_erb_ds_1.asp
http://www.emhk.org/zh-hk/course_detail.html?id=17827597-2a98-4106-a9b8-0e8b16fc3754
http://www.starchef.edu.hk/course_erb_ds_1.asp
http://www.emhk.org/zh-hk/course_detail.html?id=74363a4d-ee80-47c3-89aa-0192456cb85f
http://www.emhk.org/zh-hk/course_detail.html?id=7230db7c-c3e9-4b39-9574-1e0f11d6a512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0679&tc_id=24096750235027720


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

油麻地 8月23日 金融證券投資證書 職業訓練局 2179 1188 >>

油麻地 8月28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>>

油麻地 /

旺角
8月3日 焊接技工基礎證書

機電工程協會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2332 7279 >>

油麻地 /

旺角
8月10日 裝修水喉工 （中級工藝測試） 基礎證書

機電工程協會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
2332 7279 >>

佐敦 7月17日 保健員證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>>

佐敦 7月25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332 9368 >>

佐敦 7月26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>>

佐敦 7月26日 婚禮及宴會籌劃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>>

佐敦 7月30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2957 6495 >>

佐敦 8月27日
會計實務（LCCI Level 3 Accounting

Examination） 證書
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>>

旺角 7月17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>>

旺角 7月18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8870 >>

旺角 7月20日 甜品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>>

旺角 7月31日 醫護支援人員 （臨床病人服務） 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>>

旺角 8月14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2770 8070 >>

何文田 7月17日 電氣佈線工 （中級工藝測試） 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>>

太子 7月20日 會所及康樂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>>

太子 7月30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>>

太子 7月31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島專科學校 2381 0426 >>

深水埗 7月27日 園藝助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3572 0644 >>

深水埗 7月30日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87 9967 >>

長沙灣 7月18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>>

長沙灣 7月19日 家務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2370 3387 >>

長沙灣 7月26日 護理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>>

長沙灣 7月26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>>

長沙灣 7月27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>>

長沙灣 8月10日 課餘託管導師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2708 8995 >>

https://www.ivdc.edu.hk/ivdc/html/tc/courses/course_detail.php?id=605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7564805241519053&tc_id=24096750235027720
http://www.emhk.org/zh-hk/course_detail.html?id=f701ab85-ab29-4b99-b9ed-eb82daf742e5
http://www.emhk.org/zh-hk/course_detail.html?id=15c1fedb-0e03-47d0-a310-57afcaced0e3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4167&tc_id=24096750235027971
http://www.hkctu.com/zh-hk/erb-course-info.html?id=142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4170&tc_id=24096750235027971
http://svt.hkct.edu.hk/program_details/?lang=tc&id=32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7564805241503913&tc_id=24096750235027971
http://svt.hkct.edu.hk/program_details/?lang=tc&id=49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7564805241519049&tc_id=24096750235027720
http://www.hkeds.org/course_Details.aspx?id=9&cidno=102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7551136373948548&tc_id=24096750235028434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0754&tc_id=24096750235027716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0751&tc_id=96899167082843601
http://svt.hkct.edu.hk/program_details/?lang=tc&id=41
http://www.heungto.info/w2010/courses.php?iPage=ht011ds.php
http://www.heungto.info/w2010/courses.php?iPage=ht027ds.php
http://www.heungto.info/w2010/courses.php?iPage=ht020ds.php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110&tc_id=24096750235028309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3979&tc_id=24096750235027959
http://svt.hkct.edu.hk/program_details/?lang=tc&id=3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0450&tc_id=24096750235027701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9695&tc_id=2409675023502840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9579&tc_id=2409675023502840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9687&tc_id=2409675023502840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9639&tc_id=240967502350284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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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枝角 8月29日 電腦輔助珠寶設計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719 6600 >>

石硤尾 8月1日 導遊（導遊核證考試）證書 香港明愛 2777 5151 >>

黃大仙 7月24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2326 7862 >>

黃大仙 8月3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46 3333 >>

黃大仙 8月7日 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3165 1600 >>

彩虹 8月1日 商業攝影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8106 6180 >>

牛頭角 7月31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 3791 2330 >>

秀茂坪 8月16日 酒店房務員基礎證書 香港明愛 2727 6188 >>

觀塘 7月16日 初級網頁設計人員基礎證書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2711 9820 >>

觀塘 7月25日 護理員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340 2929 >>

觀塘 8月16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93 9887 >>

觀塘 8月29日 陪診員基礎證書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793 9887 >>

藍田 7月30日 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348 0405 >>

地區 開班日期 課程名稱 培訓機構 查詢 詳情

將軍澳 7月23日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
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

有限公司
2217 6080 >>

將軍澳 8月1日 陪月員基礎證書
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

有限公司
2217 6080 >>

葵涌 7月17日 保健按摩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5042 >>

葵涌 7月17日 焊接技工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633 8860 >>

葵涌 7月20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5042 >>

荃灣 8月6日 美甲師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23 2993 >>

荃灣 8月20日 花店實務及花藝設計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405 1555 >>

青衣 7月16日 專業摩登大妗員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2436 2977 >>

青衣 7月20日 日本料理初級廚師基礎證書
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

有限公司
2146 6388 >>

東涌 7月31日 髮型助理基礎證書 鄰舍輔導會 2988 1433 >>

東涌 8月31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鄰舍輔導會 2988 1433 >>

新 界
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970&tc_id=24096750235028355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1090&tc_id=24096750235027751
http://www.hkeds.org/course_Details.aspx?id=9&cidno=12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40275&tc_id=24096750235028450
http://www.hkeds.org/course_Details.aspx?id=9&cidno=147
https://www.cats.org.hk/index.php/erb/erb-1/367?view=course&form_articleid=77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0489&tc_id=96793041511934835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1072&tc_id=24096750235027752
http://svt.hkct.edu.hk/program_details/?lang=tc&id=21
https://www.cats.org.hk/index.php/erb/erb-1/294?view=course&form_articleid=77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3982&tc_id=24096750235027953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3992&tc_id=24096750235027953
https://www.cats.org.hk/index.php/erb/erb-1/24?view=course&form_articleid=77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6497354856760437&tc_id=24096750235028196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7233&tc_id=2409675023502819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392&tc_id=24096750235028319
http://www.hkctu.com/zh-hk/erb-course-info.html?id=46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478&tc_id=24096750235028318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472&tc_id=24096750235028317
https://www.cats.org.hk/erb/erb-1/380?view=course&form_articleid=77&form_alias=erb/erb-intro/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8452&tc_id=2409675023502832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97564805241518986&tc_id=24096750235028196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7095&tc_id=24096750235028166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7096&tc_id=24096750235028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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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涌 8月下旬 陪月員基礎證書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2109 0082 >>

沙田 8月8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106 3411 >>

馬鞍山 8月31日 醫護支援人員（臨床病人服務） 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3519 1700 >>

大埔 7月17日 物業維修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651 9833 >>

太和 7月31日 寵物美容及店務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>>

太和 8月3日 點心製作員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>>

太和 8月16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6066 >>

粉嶺 7月19日 初級網頁設計人員基礎證書
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

有限公司
2669 0222 >>

粉嶺 7月31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948 4848 >>

粉嶺 8月17日 職業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654 9800 >>

粉嶺 8月20日 咖啡調製員基礎證書
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

有限公司
2669 0222 >>

上水 7月31日 辦公室助理基礎證書 基督教勵行會 2787 1400 >>

上水 8月10日 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2157 9699 >>

元朗 7月17日 化妝助理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2478 0883 >>

元朗 7月23日 中醫診所助理基礎證書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2476 6745 >>

元朗 7月25日 物業設施管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431 8299 >>

元朗 8月1日 標準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聖雅各福群會 2431 8299 >>

天水圍 7月23日 醫護支援人員（臨床病人服務）基礎證書 職工盟培訓中心 3758 5446 >>

天水圍 8月29日 高級保安及物業管理基礎證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970 0800 >>

屯門 7月30日 保健員證書 香港明愛 2466 8772 >>

屯門 8月16日 包餅製作員基礎證書 職業訓練局 2247 9889 >>

更多ERB課程 >>

  以上資料如有更改，以培訓機構的最新公布為準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  如欲查詢課程內容、報名及開班資料，請直接與培訓機構聯絡。
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33296&tc_id=24096750235027870
https://www.erb.org/MyERBWeb/action/courseDetail/courseDetail.execute?course_id=24096750235040301&tc_id=24096750235028452
https://www.ivdc.edu.hk/ivdc/html/tc/courses/course_detail.php?id=57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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